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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及心肌酶的影响

严叶良 1 、 李　达 2 、 张　琰 1 、 陈铭磊 1 、 顾　菁 1 、 徐　浩 1

【摘要】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及心肌酶的影响。方法

　将 60 例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奥氮平治疗，观察组

给予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治疗，治疗 12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糖脂代谢、心肌酶及临床疗效。结果　

两组患者各项血液生化指标在治疗前组间差异不明显（P> 0.05）；治疗后，观察组有效率为 93.33％，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3.33％（P< 0.05）；观察组糖脂代谢及心肌酶各指标在治疗前后均无显著差异

（P> 0.05），且空腹血糖（CLU）、总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LDL）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高密度脂蛋白（HDL）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血清谷草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

（LDH）、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阿立哌

唑联合奥氮平有助于提高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疗效，且对糖脂代谢、心肌酶等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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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ripiprazole in combination with olanzapine on glucolipid metabolism and myocardial enzym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YAN Yeliang，LI Da，ZHANG Yan，et al. Psychiatry Department，Jiangyin 
No.3 People’s Hospital，Jiangyin 214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ripiprazole in combination with olanzapine on glucolipid metabolism 

and myocardial enzym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A total of 60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schizo-

phrenia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lanzapine，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ffered aripiprazole and olan-

zapine.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glucolipid metabolism，myocardial enzymes，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33％，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33％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glucolipid 

metabolism and myocardial enzym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level of fast blood glucose（FBG），total 

cholesterol（TC），triglyceride（TG）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and the level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in terms of myocardial enzymes，serum aspartate amino transfer-

ase（AST），lactate dehydrogenase（LDH），creatine kinase（CK）and creatine kinase-MB（CK-MB）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Aripiprazole 

in combination with olanzapine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Besides，the combination therapy has less adverse effect on glucolipid metabolism and myocardial 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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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精神病患者正日

益受到关注。老年患者脏器功能衰退，机体代谢缓

慢，且常合并多种躯体疾病，增加了治疗的难度。

故寻找一种有效且对脏器功能及机体代谢影响相对

较小的药物治疗方案就显得尤其重要。非典型抗精

神病药物是目前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首选药物。

奥氮平作用于五羟色胺 2A（5-HT2A）受体，能明

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1］。阿立哌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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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 2（D2）和 5-HT1A 受体的部分激动剂，也是

5-HT2A 受体的拮抗剂，对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

性、阴性症状及认知功能均有较好的疗效［2］，且不

良反应少，耐受性好［3］。本文采取对照研究，探讨

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

疗效、糖脂代谢及心肌酶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4 年 2 月 ~2016 年 2 月收治的老年精神

分裂症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患者或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男

14 例，女 16 例；年龄 60~78（67.54±5.29）岁；病程

1~8（4.37±0.56）年。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

龄 60~80（67.31±5.42）岁；病程 1～7（4.34±0.47）

年。两组基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CGMD-3）》［4］精神分裂症相关标准；②年龄≥ 60
岁；③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 >60 分；④无

器质性颅脑病变。排除标准：①对酒精、药物依赖或滥

用者；②脑部器质性病变及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认知功能

者；③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④治疗依从性差者。

1.3　方法 

所 有 患 者 均 停 用 原 抗 精 神 病 药 物 ， 经 7d 洗

脱 期 后 ， 对 照 组 给 予 口 服 奥 氮 平 片 （ 国 药 准 字

H20010799，规格 10mg/s）起始剂量 5mg/ 次，1 次 /d，

根据病情两周内逐渐加量至 15mg/d。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联合阿立哌唑（国药准字 H20041501，规格

10mg/s）口服治疗，初始剂量 5mg/ 次，1 次 /d，根据

患者病情两周内逐渐加量至 15mg/d。两组疗程均为

12 周。睡眠障碍者给予苯二氮卓类处理，心动过速

者口服普萘洛尔，锥体外系不良反应则予以盐酸苯

海索片对症处理。

1.4　观察指标

1.4.1　临床疗效 

根据 PANSS 减分率评估临床疗效。显著进步：

PANSS 减分率介于 50％~75％；好转：PANSS 减分

率基于 25％~50％；无效：PANSS 减分率 <25％。

PANSS 减分率 =（治疗前总分 - 第 12 周末总分）／

治疗前总分 ×100％。显著进步 + 好转 = 有效。

1.4.2　糖脂代谢指标 

治疗前后，检测空腹血糖（FBG）、总胆固醇

（T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

密度脂蛋白（HDL）含量。

1.4.3　心肌酶指标 

治疗前后，检测血清谷草转氨酶（AST）、乳酸

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含量。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x±s）
表示，行方差分析或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

示，行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 疗 后 ， 观 察 组 有 效 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著进步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30 16（53.33） 12（40.00） 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12（40.00） 10（33.33） 8（26.67） 22（73.33）

χ2 4.320

P 0.018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糖脂代谢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糖脂代谢指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治疗 12 周后，对照组血脂各项指标与

同组治疗前相比，CLU、TC、TG、LDL 显著升高

（P<0.05），且 HDL 明显降低（P<0.05）；而观察组

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 CLU、TC、

TG、LDL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HDL 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肌酶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清心肌酶指标比较均无统计学

差异（P>0.05）；治疗 12 周后，观察组治疗前后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心肌酶指标均明显

高于同组治疗前（P<0.05），观察组血清 AST、LDH、

CK、CK-MB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为明显的行为、精神异

常和认知功能障碍，还可出现睡眠连续性及睡眠结构异

常，从而加重精神分裂症状。而传统的抗精神病药物多

作用于单一受体，对阴性症状患者疗效不是十分理想。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中枢神经系统 5- 羟色胺

（5-HT）功能低下及多巴胺（DA）功能亢进有关［5］。

奥氮平与阿立哌唑均为临床常用的抗精神障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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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口服吸收后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通过阻断

中枢神经系统（CNS）中多巴胺 D2 受体、组胺（H1）

受体、肾上腺素 a1 受体、拟氨基丁酸 A 受体，降低

CNS 兴奋性，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原发性阴性症状有较

好的疗效［6］。但奥氮平可导致患者食欲与体质量增加，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奥氮平可诱导肥胖大鼠糖脂代谢

紊乱，可能导致代谢综合征［7］。阿立哌唑是一种新型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唑与 D2、D3、5-HT1A、

5-HT2A 受体均具有高亲和力，可通过刺激下丘脑某

些区域减少大鼠食欲［8］。本研究中，治疗 12 周后观

察组 CLU、TC、TG、LDL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HDL

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与奥氮平相比，阿立哌唑联合

奥氮平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较小。

奥氮平对心肌酶影响作用机制是细胞依靠细

胞膜上 ATP 维持细胞内外 Na+、K+ 等浓度差异，需

要消耗大量能量，奥氮平可使能量代谢受阻，减少

ATP 供应量，导致心肌酶自细胞内溢出，增加血清

中含量［9］。研究发现，阿立哌唑虽然也引起心肌酶

水平异常，但升高幅度明显较小［10］。本研究中，观

察组对心肌酶的影响小于对照组，其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与阿立唑哌既是 5-HT1A 受体部分激动剂，又是

5-HT1A 拮抗剂等产生的介导作用有关，一定程度减

少了奥氮平对心脏的副作用。

本研究表明，阿立哌唑联合奥氮平有助于提高

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且对糖脂代谢、

心肌酶等指标影响较小，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本

研究局限性在于观察时间较短，且对联合治疗可能

作用机制分析不足，尚需日后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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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糖脂代谢指标比较（x±s，mmol/L，n=30）

组别 CLU TC TG LDL HDL

观察组 治疗前 5.10±0.42 4.12±0.35 1.39±0.26 1.45±0.28 1.39±0.34

治疗12周后 5.28±0.65b 4.26±0.52 b 1.52±0.45 b 1.58±0.30 b 1.26±0.30 b

对照组 治疗前 5.08±0.40 4.10±0.36 1.38±0.25 1.44±0.30 1.40±0.35

治疗12周后 6.46±0.72 a 5.54±0.65 a 2.36±0.44 a 2.24±0.34 a 0.78±0.09 a

注：与治疗前比较，t =9.177～10.615，aP<0.05；与对照组比较，t =6.663～8.422，bP<0.05。

表3　两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心肌酶指标比较（x±s，IU/L，n=30）

组别 AST LDH CK CK-MB

观察组 治疗前 13.02±2.15 126.36±24.56 54.05±6.52 5.58±0.72

治疗12周后 14.20±2.25b 128.12±25.02b 56.78±7.02b 6.24±0.85b

对照组 治疗前 13.00±2.21 125.68±23.54 54.00±6.55 5.60±0.75

治疗12周后 16.54±2.56a 168.36±26.52a 95.36±9.32a 13.65±2.35a

注：与治疗前比较，t =5.733～19.887，aP<0.05；与对照组比较，t =3.761～18.100，bP<0.05


